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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 明
我们深知温室气体排放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冲击，

因此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理念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义务，积极致

力于温室气体排放盘查，掌握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情况，从而进行有效

的碳资产管理，以利于公司掌控及管理温室气体排放现状，并依据盘

查结果，进一步推动温室气体自愿减排相关计划，实现公司的低碳运

营。

据此，依据《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

南（试行）》，浙江生辉照明有限公司对自身2021年度的温室气体排

放情况进行了盘查。以期在把握现状的基础上积极寻求减少温室气体

排放的途径和手段，降低自身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，塑造绿色的企

业形象。

经盘查，本公司2021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总计为2197.563 tCO2。

在保持现有良好数据记录的基础上，针对现存的不足，还需要进

一步完善相关工作，如资料统计、仪表校准、记录等，为将来收集可

以核证的证据奠定基础。

浙江生辉照明有限公司

2022年7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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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企业基本情况

（一）企业概况

浙江生辉照明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前身为生辉照明电

器（浙江）有限公司，成立于2004年7月，于2009年10月更名，注册

资本2.5亿元，是一家专注于研发和生产通用LED照明和智能照明的

经国家认定的“高新技术企业”。公司位于浙江省嘉兴市于秀洲高新

区升辉路39号，现有厂区占地面积85亩，总建筑面积7.3万平方米，

现有员工720人，其中研发人员46人，具备年生产照明光源6000万只

和照明灯具1000万套以上的生产能力，是中国LED照明行业中综合实

力最强的企业之一。

公司自成立以来，始终坚持“拼搏、创新、尽责、厚德”的价值

观和核心理念，以“成为全球最受尊敬的照明企业”为企业愿景，将

技术创新、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渗透在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之中,并

将技术创新打造成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强大绿色原动力，进而实现了规

模、效益与品牌的全面发展。目前，公司业务销售网遍布全国且面向

全球市场：90%以上的产品销往海外，包括欧洲、北美、澳洲、拉美

、亚太等国家和地区。

质量是品牌的基石，也是品牌的本质。提高品牌知名度、维护品

牌形象、保证品牌市场地位都需要高质量为支撑。为此公司建立了完

善的质量管理体系，配置了先进齐全的检测和试验设备。在生产上精

益制造，充分运用各种先进的工艺和技术，从材料选择、改制到部件

制造，从电源设计到产品包装，从产品检测和试验到质量控制，从订

单处理到售后服务，每个工序，每个环节，每个流程，公司都要求做

到细致周到，丝丝入扣。与此同时，公司在行业内率先通过了ISO9001

质量管理体系认证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、OHSAS 18001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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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和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认证，生产销售的产品分

别获得欧洲的CE、GS、EUP、北美地区的UL、日本的PSE、英国的

EST等相关认证。

（二）企业营运边界

1．组织边界

本报告采用运营控制权法设定组织边界，组织边界位于萧山区瓜

沥镇大池娄村浙江宏扬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运营范围内与温室气体排

放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，包含的场所有车间、办公等相关区域。

2．核算边界

包括直接生产系统、辅助生产系统、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

生产系统。本报告直接生产系统包括一分厂、二分厂和三分厂等，辅

助生产系统包括动力、供电、供水、供气、污水、环保等，附属生产

系统包括综合办公楼、宿舍和食堂。不存在厂房以及设施设备的租用

或租借的情况。

（三）工艺流程及主要设备

1．生产工艺流程

生辉主要生产通用LED照明和智能照明LED。以下生产工艺是从

原材料出库到成品入库间LED生产的整个过程：

SMT车间领取PCBA与电子元件物料后经过对PCBA的印刷、贴

片、回流焊接、检验合格后交接MI车间；

MI车间从仓库领取插件类电子元器件前加工同时与SMT车间

交接电源PCB插件、波峰焊接。FCT测试合格后交接组装车间;

组装车间从仓库领取结构件经过镭射丝印前加工同时与MI车

间交接电源PCB进行组装加工、产品测试、产品老化、产品包装、检

验合格后成品入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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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LED生产工灯具艺流程图

2．专用设备

公司的专用设备主要是贴片机、印刷机、回流焊机、波峰焊机等

，具体作用如下。

贴片机：a.采用6个贴片头可同时识别的、新概念激光传感器（L

NC60），可执行高速贴片；b.贴片头设有6根贴片轴，通过增加同时

吸取元件数量，实现了高速化的同时，继承了又定评的各轴独立的Z

、θ轴控制方式，达到了高精度的贴片要求；c.X/Y全轴为线性伺服

马达、高性能标尺构成，实现了高速度、高精度贴片，提高了静音性

。

印刷机：a. 先进的上视/下视视觉系统，独立控制与调节的照明

，高速移动的镜头，精确地进行PCB与模板的对准，确保印刷精度为

±0.025mm。b.高精度伺服马达驱动及PC控制，确保印刷之稳定性和

精密度，无限制的图像模式识别技术具有±0.01mm重复定位精度。c.

悬浮式印刷头，特殊设计的采用高精度的步进马达直连式驱动刮刀升

降，压力、速度、行程均由PC内运动控制卡准确控制，使印刷质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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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均匀稳定；刮刀横梁经过特殊优化结构设计，轻巧且外形美观。d.

可选择人工/自动网板底面清洁功能。自动、无辅助的网板底面清洁

功能，可编程控制干式、湿式或真空清洗，清洗间隔时间可自由选择

，能彻底清除网孔中的残留锡膏，保证印刷质量。

回流焊机：a.专业的热能供应理论基础，通过合适发热功率与容

积的匹配，保证大热能大供应。足够的热能使其产生的热效率，从而

做到较短加热区做到产能的。b. 理论与实际的验证，与同行通过相

同速度，相同温度设定下，保证大小元件吸热差做到*小，达到均衡

性。c理论的设计与实际的测试，通过客户的验证，获得的重复性结

果CPK值，也让众多客户在工厂现场看到的能耗。

波峰焊机：a. 预热系统采用远红外发热管，温度控制采用PID方

式，使温控精度达到±2℃。b. 喷雾系统采用精密型调节阀进行数字

化调节，方便管理。喷嘴采用步进马达。助焊剂自动稳压供给，可使

喷雾流量迅速达到饱和，上下及后侧两级抽风过滤系统。c. 锡炉采

用外热式加热，锡炉内胆采用铸铁制作，温度控制采用PID方式，控

温精度达到±2℃。两波峰近距离设计，第1波峰不带摇摆，完全适合

无铅焊接 。d. PC+PLC控制系统控制电脑，WINXP操作系统，工艺

曲线/数据自动存储功能，温度曲线测试功能；电源缺相报警；助焊

剂液面过低过高报警；锡液面过低报警。

锁点机：通过气动压合，将灯头与塑件卯合固定。

灌胶机：在电源驱动板表面、灯体内部灌入散热胶。

三轴点胶机：在光源板顶部涂抹散热胶，用以散热。

表 1 专用设备清单

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数量 厂家

1
印刷机

DEK-G9 3 DEK
2 DSP-1008 5 深圳德森

3 GKG-GSE 1 深圳凯格

4 贴片机 FX-3 4 JUK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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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KE-2070 3 JUKI
6 NXT-M3*2 6 FUJI
7 NXT-M6 3 FUJI
8

回流焊

ES-800 4 深圳劲拓

9 NS-1000 1 深圳劲拓

10 MR-1043 4 维多利·邵德

11
波峰焊

WS-350II 6 深圳劲拓

12 NSI-350 1 深圳日东

13 KTM-350 1 深圳凯泰

14 插针机 CZ-750 1 深圳富茂

15
激光打标机

MF20-L-B 8 广东大族粤明

16 H-FLMS 1 苏州天弘

17 高频塑料熔断机 10KW 9 慈溪市昊龙机械

18 三轴点胶机 SEC-300ED 13 深圳世椿

19 圆形点胶机 SEC-150C 22 深圳世椿

20
锁点机

灯头锁点机 18 东莞立迪

21 灯头锁点机 8 杭州驰瑞得

22
喷码机

9040 2.1M 13 厦门同智

23 9040 2.1M 4 苏州展双

24 双头灌胶机 SEC-8600-2P 11 深圳世椿

GKG GSE印刷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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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UKI FX-3贴片机

富茂插针机

劲拓波峰焊
图 2 部分专用设备

3．通用设备

公司的通用设备主要为空压机、变压器，无生产和使用《淘汰落

后生产能力、工艺和产品的目录》、《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（产品）

淘汰目录（第一批、第二批、第三批、第四批）》等国家或有关部门

发布的淘汰或禁止的技术、工艺、装备及相关物质。工艺设计、设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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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优先选用国家节能机电设备（产品）推荐目录、国家重点节能低

碳技术推广目录、能效之星等推广的节能环保装备。

表 2 公司主要通用设备能效对标情况表

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
数
量

能效
等级

额定功率
/容量

能耗指标
评价

参考标准

变频螺
杆式空气
压缩机

EAV90 2 2 16.2-90Kw 符合 GB 19153-2009容积式
空气压缩机能效限定

值及能效等级
SAV55 1 2 55Kw 符合

EV110 1 2 19.8-110Kw 符合

全密封
电力变压

器

S11-M-125
0/10 1 3 1250kVA 符合 GB24790-2009 电力

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
及能效等级

S11-M-200
0-10 1 3 2000kVA 符合

螺杆式空气压缩机

变压器
图 3 部分通用设备

二、温室气体排放

根据《指南》的要求，本报告只核算CO2的排放量，不涉及其他

温室气体的排放量。报告主体在2021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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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97.563 吨CO2当量。2021 年报告主体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详见附表

1。

三、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说明

报告中公司燃烧天然气1.9424万Nm3，购入电网购入电量为3710

兆瓦时，来自于公司购电发票；报告主体活动水平相关数据见附表2

。

四、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说明

电力排放因子则根据《关于做好2022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

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知》中全国电网排放因子0.5810 tCO2/MWh。 报

告主体排放因子及计算系数见附表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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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附表

附表 1 报告主体 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汇总表

源类别
温室气体本身质量

(单位：t)
温室气体CO2 当量
(单位：tCO2e )

化石燃料燃烧CO2排放 42.053 42.053

工业生产过程CO2排放 0 0

工业生产过程HFCs*排放 0 0

工业生产过程PFCs*排放 0 0

工业生产过程SF6排放 0 0

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产生的CO2排放 2155.51 2155.51

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(tCO2e ) 2197.563

*：应按实际排放的HFCs和PFCs种类分别报告其排放量，多于一种HFCs和
PFCs 时自行加行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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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 报告主体排放活动水平数据

燃料品种
消耗量
(万Nm3 )

低位发热量
(GJ/万Nm3 )

化石燃料燃烧* 天然气 1.9424 389.31

参数名称 数值 单位

净购入电力 净电购入量 3710 MW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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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3 报告主体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

燃料品种
单位热值含碳量

（tC/GJ）
碳氧化率
（%）

化石燃料燃烧* 天然气 15.3×10-3 99

参数名称 数值 单位

净购入电力 净电购入量 0.5810 tCO2/MWh


	一、企业基本情况
	（一）企业概况
	（二）企业营运边界
	1．组织边界
	2．核算边界

	（三）工艺流程及主要设备
	1．生产工艺流程
	2．专用设备
	3．通用设备


	二、温室气体排放
	三、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说明
	四、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说明
	五、附表
	附表1  报告主体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汇总表
	附表2  报告主体排放活动水平数据
	附表3  报告主体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


